西方管理學大師彼得‧杜拉克過世紀念書展
2005 年 11 月 11 日 被尊稱為「現代管理學之父」的彼得 ‧ 杜拉
克 在美國加州家中壽終正寢，享壽九十五歲。 杜拉克 生前寫下無數
有關管理的著作與文章，強調以創新、企業家精神及管理策略來因應
多變的商業環境，首創「民營化」、「目標管理」、「知識工作
者」、「後資本主義社會」等重要概念，被譽為「現代管理學之
父」。台大商研所所長陳文華表示，彼得 ‧ 杜拉克 對管理學界的貢
獻主要有二；首先，「管理學」這個學門是因為有了他，才開始被認
為是重要的學門，早先在歐洲或英國體系等地，根本沒有管理學院或
管理學系，很多人提到管理學只想到那是個放在經濟學系底下研究管
理議題的領域。彼得 ‧ 杜拉克 讓管理學成為受重視的獨立學門，而
且是同時整合社會、經濟、心理等各領域的學科，且逐漸受到企業界
重視。
其次，以彼得 ‧ 杜拉克 的年紀來講算是管理學界活很久的學者，他
年紀雖大卻仍維持寫文章、出書的習慣，且老而彌堅，隨時有辦法推
出新想法、創造新議題，引領管理學界新風潮，像近年在國內知名的
「知識經濟」，就是 杜拉克 提出的創見。
杜拉克 認為全心奉獻的員工是企業成功的關鍵，並強調企業行銷與創
新應該比財務更重要，他的這些見解讓他被奉為管理界的先知。 杜拉
克 能洞悉未來數年商業和經濟領域將出現的巨大變化。他注意到「知
識工作」的興起預見一種新型態的工作者會出現，他稱為「知識工作
者」。他常把理想的現代企業組織比做一個交響樂團，以指揮與演奏
家的關係來形容主管和部屬關係。每個部門就像交響樂團裡的樂器，
各司其職，另外還有樂譜，一如組織有共同的責任，每個樂器都按樂
譜演奏，才叫音樂。
英特爾前董事長葛洛夫就表示， 杜拉克 深入淺出的理論架構影響許
多企業經理人每日的營運決策，幾十年來連他自己也深受 杜拉克 理
論的影響。
杜拉克 著作等身，國內出版的中譯本包括《 杜拉克 管理經典》（分
為管理的使命、實務及責任三部曲，天下雜誌出版）、《 杜拉克 談
未來管理》、《 杜拉克 談未來企業》、《後資本主義社會》（以上
皆由時報文化出版社出版）及《每日遇見 杜拉克 》（天下文化書坊
出版）等等，都是管理階層必備的經典著作。

圖書館為紀念彼得‧杜拉克管理學的成就，特就館內現有杜拉克相關
的書籍選擇 45 本在新書展示架展出，取名為「紀念彼得‧杜拉克過
世管理叢書展」，展覽時間自 94 年 11 月 16 日 到 94 年 11 月
30 日 ， 書單如下，歡迎全校師生前往參觀。

登錄號 索書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
181083 540.2/8954 杜拉克思想精粹-社會的趨勢 彼得‧杜拉克著;齊
商周
181084 494.35/8954 杜拉克思想精粹-工作的哲學 彼得‧杜拉克著;齊
商周
181089 494/8954 杜拉克思想精粹 彼得‧杜拉克著;齊 寶鼎
181091 494/855 彼得‧杜拉克的管理精華 凡禹著 海鴿
181090 494/8936 圖解杜拉克管理精華 久恆啟一著;李湘平 先覺
181087 553.1/8954 工業人的未來 彼得‧杜拉克著;陳 寶鼎
181088 571.76/8954 經濟人的未日 彼得‧杜拉克著;洪 寶鼎
181086 545/8954 運作健全的社會 彼得‧杜拉克著;許 寶鼎
181085 494.2/8954 領導人世紀對話 彼得‧杜拉克著;林 寶鼎
202839 494/ 895 c .1 杜拉克：企業的概念 彼得．杜拉克著;徐 天下遠
見
186391 494/8465 杜拉克精選：管理篇 彼得.杜拉克(Peter 天下遠見出
版
203993 494/ 8465 c .2 杜拉克精選：個人篇 彼得.杜拉克(Peter 天下遠
見出版
203988 494/ 8465 c .1 杜拉克精選：社會篇 彼得.杜拉克(Peter 天下遠
見出版

115914 494/8423 突破性思考 彼得.杜拉克(Peter 天下遠見
195579 494/895 馬上活用管理之父彼得．杜拉克：彼得．杜拉 彼得．
杜拉克原典;H 新潮社
828396 494/895 新現實 彼得．杜拉克著;黃 長河出版社
187207 494.1/ 8445 c .1 創新與創業精神：管理大師談創新實務與策略
彼得.杜拉克(Peter 臉譜出版城邦
115912 494.2/8445 知識管理 杜拉克(Peter F.Dru 天下遠見
206717 494.2/8954 杜拉克談領導未來 彼得‧杜拉克;彼得 知識流
105710 494.1/8445 決策制訂 杜拉克(Peter F:Dru 天下遠見
835876 550.9407/8445 後資本主義社會 彼得‧杜拉克著;傅 時報文化
170313 550.9407/8445 杜拉克談未來企業 彼得‧杜拉克作;傅 時報文
化
212296 541.85/8445 彼得.杜拉克的管理聖經 杜拉克(Peter Druck 遠流
094544 494/8545 管理未來 彼得‧屈拉克(Peter 時報
123374 494/8545 杜拉克 經理人的專業與挑戰 彼得‧屈拉克(Peter 天
下遠見
172697 494/ 866 c .2 大師的軌跡：探索杜拉克的世界 傑克‧畢蒂(Jack
Be 天下
164895 494/8545 杜拉克：管理的使命 彼得‧屈拉克(Peter 天下雜誌
164897 494/8545 杜拉克：管理的責任 彼得‧屈拉克(Peter 天下雜誌
164896 494/8545 杜拉克：管理的實務 彼得‧屈拉克(Peter 天下雜誌
207941 494/8445 每日遇見杜拉克：世紀管理大師 366 篇智慧精 杜拉
克 著;馬齊里洛 天下遠見
815231 552.3/8543 杜拉克看亞洲 Peter F. Drucker:I 天下遠見

114061 494.2/8543 縱橫四海：管理大師杜拉克、聖吉、柯維暢談 柯
雅琪譯 高寶國際
172195 785.28/895 旁觀者：管理大師杜拉克回憶錄 彼得．杜拉克原
著; 麥格羅希爾
202832 494/8445 21 世紀的管理挑戰 杜拉克作;劉毓玲譯 天下遠見
116207 494.1/895 成效管理 彼得．杜拉克(Peter 天下遠見
001474 494/8457 動盪時代下的經營 李幸模譯;彼德 Pete 現代企業經
營
810772 494.01/8447 有效的管理者[THE EFFECTIVE EXECUTIVE] 杜
拉克[Peter F. Dr 中華企業管理
784171 494.01/8434 你該怎麼辦：管理個案集 彼得.杜拉克,許書寬 普
及文化公司
091958 494/8525 杜魯克管理學新詮 姚為民撰 經濟日報社
130903 494.2/8545 巨變時代的管理 屈拉克(Peter F. Dr 中天
154910 494/ 895 c .1 有效的經營者 彼德.F.杜拉卡著;游 協志工業出版
004220 494/8445 管理：任務 . 責任 . 實務 杜拉克著 ; 許士軍 , 楊
地球出版社

